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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张小燕

5月14日，如织的游人在云梦山山
顶草原纵马驰骋，秦街月季花海迷宫传
来阵阵欢笑声。邯郸游客王新兴奋地
说：“朝歌处处是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络绎不绝的游客，成为淇县全域旅游
魅力“爆表”的佐证。近年来，淇县以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以“三古
（古城、古镇、古村落）三区（景区、街区、度
假区）”为抓手，全力打造“一体两翼”的全
域发展格局。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支点，
全域旅游正撬动着全域淇县快速发展。

一张蓝图绘到底 全域旅游巧布局

东临淇水观鱼跃，西依太行闻鹿
鸣。作为全国第二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单位，淇县前进的步履铿锵有力，
发展的宏图日渐清晰——

2017 年 11 月，历经反复论证的
《淇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通过专

家评审。淇县将以“朝歌文化、商卫文
化、鬼谷文化”为魂，以“一山（云梦山）
一水（淇河）一城（朝歌古城）一书（《封
神演义》）”为载体，逐步形成“旅游产业
突破，带动多产业融合”的全域旅游新
格局，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机制体制创新增添了无尽活力。从
《淇县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实施
方案》中看出：淇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
政委、县长任指挥长的创建指挥部，建立
了指挥部联席会议制度。涵盖84项创
建工作、需要36个部门通力协作的《全
域旅游任务台账》，勾勒出产城融合发展
的美妙画卷。淇县成立旅游警察队伍和
旅游市场监管大队、开展旅游投融资体
制改革，成立朝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等，使“1＋3＋N”的模式日臻完善。

产品供给有创新 全域融合添活力

记者走进大美淇县，云梦山入口服
务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古灵山新建的
玻璃吊桥、高空缆车惊险刺激，吸引着

众多游客竞相体验。
“旅游+”是实现全域旅游的核心

路径，日趋完善的服务设施驱动着全域
旅游大融合。泰山路、高云路等旅游景
观大道向前延伸，串联起城市、景区、乡
村。文创园区、体育赛事、写生基地、田
园综合体、特色风情小镇新业态风起云
涌。随着智慧旅游咨询服务体系的落
地、旅游标志系统的完善、旅游厕所的
提升等，拓展了全域发展新领域。

“旅游+文化”彰显着无限魅力。朝
歌博物馆引来好评如潮，卫国故城遗址
保护及康氏文化苑、林氏文化苑项目开
工建设，文化馆、城市展览馆、乡村旅游
电子商务中心等打造了一流的文化空
间。围绕四季主题，云梦山草原风情节、
古灵山泼水节、朝阳山登山节、摘星台比
干文化节等亮点频现，吸引着八方游客
纷至沓来。

旅游扶贫惠民生 全域共享谱新篇

走进古灵山深处的凉水泉村，风情

木屋、牛棚咖啡已建设完工，羊圈西餐
厅、猪舍茶吧等配套服务设施正在紧锣
密鼓地施工，5月底凉水泉高端民宿村
将盛装开业迎宾。

“我家的房子和土地租给了旅游公
司统一经营。加上我在公司里打工的
收入，每月都有2000多元。”凉水泉村
贫困户陈玉文说。

“旅游+扶贫”带来山乡巨变。围
绕南太行古村落群的定位，民俗秦街、
灵动赵庄、传奇大石岩、花海油城、艺术
东掌、水美纣王殿、十美鲍庄等一批特
色鲜明、古朴自然的乡村旅游示范村脱
颖而出，形成了全域乡村旅游发展的新
集群和大格局，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
来，也让百姓取得了切切实实的实惠。

全域旅游在共建中提升，群众在共
享中获得，产业在共赢中转型……

踏着全域旅游优质发展的节拍，乘
着产业转型升级的东风，淇县全域旅游
发展之路将越走越宽！

淇县：擘画全域蓝图 激发旅游活力

□董栋 雷争鸣

作为巩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正撬动着巩义
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的转型发展。

5月 8日，在巩义市召开的2018
年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巩义市委书
记袁三军表示：2017年，巩义市以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在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宣传营销、发挥带
动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叫响了巩
义品牌、巩义速度。今年全市要大力
推进年度投资208亿元的11项重大
项目，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发展步伐，
全力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副中心。

“2018 年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的深化之年，巩义市要以全
域旅游创建为统领，加快推进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促进巩义旅游产
业发展提质增效。”据巩义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旅游突破领导小组组长
贺传伟介绍，重点旅游项目成为巩义
旅游发展新引擎，使巩义旅游业发展
如虎添翼。总投资2.5亿元的竹林风
情古镇，从动工到营业仅用了133天，
开业后人气持续爆棚；总投资42亿元
的偃月古城，在去年十一期间正式对
外营业；特色民宿石居部落去年6月
份开业以来生意火爆，累计参观及住
宿游客达到5万余人。

据悉，巩义市将围绕“一心两翼”
发展格局，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北部河洛文化发展翼将加快四方来
贺喜庆小镇、偃月古城、洛汭水镇、丝
路文化产业园等一批沿伊洛河文化

带重点项目的落地建设。南部山区
生态休闲发展翼要重点推进融创慈云
小镇、竹林温泉小镇、浮戏山旅游综合
开发、裕花谷休闲度假区、正商西山小
镇、嘉和观澜小镇、嵩顶旅游度假区、
杨家寨石居部落等一批特色小镇和度
假区建设。中部城市休闲服务中心重
点推进建业“百城春天”特色旅游街
区、全域旅游展示中心，以及正商置业
等一批五星级酒店重大项目建设，完
善旅游产业链。

“巩义旅游在郑州乃至全省异军
突起、亮点纷呈。接下来，巩义要坚
持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围绕产业发展
做文章，要正确理解和运用后发优
势，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做好文化
创意、文旅融合。”省旅游局副巡视员
张建州对巩义旅游寄予厚望。

本次会议还表彰2017年度旅游
突破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并出
台了《巩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巩义
市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奖励办法的
通知》《巩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巩义
市旅游团队奖励办法的通知》等文件。

“全域旅游，撬动了巩义经济的
再次腾飞。巩义市今年的游客接待
量计划实现 1500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达到 50亿元，基本形成全域旅
游发展新格局。”贺传伟坚定地说：

“巩义旅游人将以‘朝受命、夕饮冰’
的紧迫感和‘昼无为、夜难寐’的责任
感，真抓实干，为推动巩义产业转型
升级、把巩义打造为中原地区重要的
旅游集散中心和全国一流的旅游目
的地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 朱天玉

在河南旅游产业发展中，洛阳以
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优美的山水
资源和“抓铁留痕”的干劲，当之无愧
地成为引领者。统计数据彰显了洛
阳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态势：刚刚过
去的五一小长假,洛阳接待游客
261.17万人次，主要景区游客爆棚。
今年春节黄金周洛阳市共接待境内
外 游 客 262.3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6.81%；旅游总收入 15.87 亿元，同
比增长28.5%，实现旅游开门红。第
36 届 牡 丹 文 化 节 ，共 接 待 游 客
2647.3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241.96
亿元。2017 年，洛阳市接待游客
1.23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 100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和 15%。多
项旅游指标高于全省、全国增幅，在
中西部名列前茅。智慧旅游、乡村旅
游、旅游标准化、旅游厕所革命等工
作走在全国前列。洛阳先后入选中
国旅游城市国际影响力 20强、全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市、全国旅
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全国智慧旅游试
点城市和全国厕所革命先进市。

成绩面前不自满，一心一意谋发
展。洛阳市在坚定发展自信心的同
时并没有盲目乐观，而是以壮士断腕
的精神勇往直前，围绕创建国际文化
旅游名城寻找突破点和发力点。

5月11日，洛阳市市长刘宛康在
洛阳市旅游产业转型发展会议上，就
探索旅游业转型发展新路径提出了
坚持规划先行、突出试点带动、重视

市场运作、完善体制机制的实施步
骤，并进一步对培育旅游业转型发展
新动能做深入阐述，提出了围绕“旅
游+文化”实施精品战略，围绕“旅
游+农业”推动提档升级，围绕“旅
游+科技”提升游客体验，围绕“旅
游+康体”培育消费热点的一系列思
路、方法和措施；刘宛康还就全面提
升洛阳旅游服务品质强调要推进旅
游交通便利化，要推进城市建设景观
化，要推进公共设施标准化，要推进
管理服务精细化；从打造核心优势品
牌、实施精准营销策略、不断扩大入
境游规模、探索创新营销手段四个方
面增强洛阳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明确旅游产业转型发展战略目
标和方向，洛阳市将着力打造国际知
名旅游品牌，实现旅游产业高端化；
发展绿色低碳旅游，实现旅游产业绿
色化；推进智慧旅游建设，实现旅游
产业智能化；推进旅游产业与其他产
业融合发展，实现旅游产业融合化。

“洛阳将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
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
全域旅游、转型升级、消费升级、城市提
升、产业融合、文化驱动、营销整合、区
域合作八大战略，着力推动洛阳旅游
产业由‘老三篇’向新篇章、门票经济向
产业经济、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的转
型发展，洛阳建设成为具有‘国际范、
中国风、洛阳味’的国际文化旅游名
城。”洛阳市副市长魏险峰对今后的旅
游转型发展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洛阳，旅游产业转型发展的“新
动能”已经启动。

中国研学旅行从红旗渠走来！
5月 25日—27日，第二届中国研学
旅行联盟大会暨红旗渠研学旅行论
坛系列活动将在林州市举行。本次
联盟大会将以“初心与使命从这里
再现”为主题，以弘扬“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
旗渠精神为载体，深度挖掘研学旅
行资源，探索规范化运行研学标准，
进一步推动中国研学旅行事业迈向
新的征程。

红旗渠独有的石工建筑、精神价
值和太行山优美的自然山水景观恰
为研学而生，是开展研学旅行活动首
选目的地。本次研学旅行论坛亮点
纷呈，全国各地教育界、文化界、旅游
界专家学者及相关企业单位、联盟会
员和教育综合实践基地成员将齐聚
林州，共话研学旅行发展之路。

活动期间，红旗渠景区将紧密
围绕“寓教于乐、知行合一”的理念，
开展首届中小学研学旅行交流展示
会、休闲研学展会。首届中小学研
学旅行交流展示会围绕中小学研学
旅行中的旅行产品、精品路线、课程
开发设计等方面的优秀产品、方案
等进行展示。休闲研学展会集理
论、实践、体验、竞技于一体，含理论

课堂、手工课堂、模拟训练、体验课
程、赛事活动五大板块内容。同时，
红旗渠景区还将携手“2018滑翔伞
世界杯热身赛暨第十届林虑山国际
滑翔伞公开赛”，通过航空、体育、文
化、旅游相融合的模式，进一步丰富
研学旅行内容，提供多元化、国际
化、科学化的成长空间。

据介绍，为了落实国家教育部
等11部委《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
旅行的意见》，去年5月26日，“中国
研学旅行联盟成立大会暨红旗渠研
学旅行论坛”在红旗渠召开，会上把
红旗渠确定为联盟常设会址、副理
事长单位，并围绕红旗渠制定了《中
国研学旅行联盟团体系列标准》和
《中国研学旅行联盟红旗渠宣言》。
同时，会议将每年的 5月 26日确定
为“中国研学旅行日”。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红旗渠
风景区始终把弘扬民族精神、红色
文化作为终身使命，不断丰富研学
内容，通过“十个一”互动体验项目，
让中小学生在红旗渠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收获满满的爱国主义情
怀和民族自豪感。 （何美芳）

4 月 23日，郑州到长治城际旅
游公交正式开通。5月12日，以“太
行经典 长治久安”为主题的长治旅
游推介会在郑州举行。会上，长治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盛情邀请郑州巿
民节假日免费乘坐城际旅游公交去
感受太行经典。

长治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气
候等康养优势，被誉为“中华凉都，
无扇之城”。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
长治精心打造了太行山水旅游线
路、红色经典旅游线路、古建文化旅
游线路、乡村民俗旅游线路及休闲

度假旅游线路 5条精品旅游线路。
同时为提高旅行社开发长治市场的
积极性，出台了《大宗旅游接待奖励
方案》优惠政策。尤其是长治至晋
城、郑州、安阳等地城际旅游公交的
开通，更是带动了周边城市群众到
长治旅游的热情。节假日（含双休
日），市民可免费乘坐该旅游公交从
郑州去长治。

会上，壶关太行山大峡谷、平顺
通天峡等旅游景区进行了重点推
介。长治、郑州两市旅行社代表签
署了互送客源合作协议。（张莉娜）

洛阳

培育旅游产业转型发展“新动能”
巩义

以全域旅游助力产业转型

中国研学旅行联盟大会将在红旗渠举行

乘免费公交 游山西长治

5月 12日，以“仙风古韵·自在
山水”为主题的老君山第三届仙境
朝圣节在国家5A级景区老君山开
幕，吸引了万余名省内外游客纷至
沓来。据悉，该活动将持续到 6月
底，陆续还会有“太极豆腐宴”“古风
音乐会”等精彩活动。7-8月份，第
五届老君山“观海避暑节”上演。

开幕式晚会上的节目精彩纷
呈，独具老君山古典韵味的模特秀将
活动推向了高潮。开幕式第二天恰

逢母亲节，景区推出了“古韵中国·感
恩母亲节”——婆媳宴，近千名婆媳
到场吃栾川特色“八大碗”、赏老君山
秀丽山水、感恩缘分的美好。

老君山是伏牛山脉的主峰，相
传道家创始人老子曾在此归隐修炼
而得名。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前
后，都会有大批的民众来此拜谒老
子。为发扬千年传统，将文化和山
水完美结合，景区推出了“仙境朝圣
节”活动。 （周向毅）

古韵传佳话 君山迎嘉宾

5 月 11日，方城“丝路之根、生
态方城”旅游推介会在晋城市举
行。晋城市各旅行社的代表参加了
推介会。

方城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了方城旅游资源和优惠政策，现场
播放了方城县旅游宣传专题片，来
自七十二潭和七峰山生态旅游区的
演员表演了《盛世欢歌》《醒狮》等精
彩文艺节目。

方城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

优美，旅游资源独树一帜，目前已基
本形成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宗教
朝拜、寻根祭祖、历史文化游等多元
化的旅游产品结构体系。“中华第一
石川”七十二潭景区、“天下第一古
长城”、休闲度假胜地七峰山生态旅
游区等都是晋城游客向往的地方。
方城、晋城两地通过深入合作，实现
信息共享、客源互送、线路共联、市
场共享，助推方城县旅游产业跨越
发展。 （朱天玉）

方城风光好 美名传晋城

全域旅游 美好生活
——我省“喜迎5·19中国旅游日”

记者从河南省旅游局获悉，一
年一度的“5·19中国旅游日”即将到
来，为了迎接这一重要节日，积极响
应“全域旅游、美好生活”的主题，省
旅游局将在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和信
阳市新县分设河南主会场，分别举
办“共享太极·共享健康”和“中国新
县全域旅游公益马拉松”活动。同
时，两个主会场还将开展“文明旅
游”活动。省旅游局还将根据各地
活动和惠民政策情况，全省同步组
织开展特色、广泛、惠民的系列推广
活动。

据悉，“5·19中国旅游日”主题
活动从地域上看，一南一北两个分
会场体现了河南全域旅游全面展
开，两个会场的选取，高度契合了

“全域旅游、美好生活”活动主题。
从内容上看，该主题活动分别从全
域旅游角度出发、从旅游带动脱贫
角度出发、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角
度出发，展现了河南推进全域旅游
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现河南文
化旅游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旅游让生活更幸福，老家河南
让旅游更精彩。

“5·19中国旅游日”活动链接：
开封清明上河园：
5 月 19 日当天 17:00 之后,开

封清明上河园夜游享半价优惠，入
园门票 60元/人（原价 120 元/人）;
清明上河园《大宋汴河灯影》游船灯
影秀 30元/人（原价 60元/人）。孙
羊正店豫菜大餐享 8折优惠。夜游
开封，必赏《大宋·东京梦华》，凡购
买演出票的游客8:30即可入园，可
免白天门票和夜游门票。

另外，清明上河园景区满庭芳
精品客栈也从即日起至7月15日试
营业，等您体验清风皓月的日子。

淇县各景区及乡村旅游点:
5月 19日出生的游客，旅游日

当天凭本人身份证可免费领取云梦
山、古灵山景区门票。5月 19日当
天，朝阳山、摘星台景区将对全国游
客免费开放。乡村旅游更是精彩纷
呈，秦街月季花海迷宫趣味游、赵庄
美食品鉴游、大石岩拓展登山游、纣
王殿休闲度假、凉水泉高端民宿、十
二座风情木屋、牛棚咖啡等您来。

（刘春香 吴鹏嘉）

5月8日，驻马店全国旅游摄影大赛采风团走进西平，摄影家们将文化厚重、生态宜人的美丽西平，尽收
镜头。

西平县人文历史资源极其丰富，是皇帝正妻嫘祖的故乡。著名的棠溪宝剑，位居墨阳、莫邪、干将等古代
九大名剑之首，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如今这个传统工艺在西平仍有传承，隆隆大火中的煅烧后，师傅们
一锤一锤地敲出四射的火花，极具视觉冲击力。新时代的西平，更显生机勃发，“以水润城”，全域打造出“两
岸绿树成荫，堤岸海棠飘香”的花海新城。看风景，有棠溪源风景区。工业旅游有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项目，
处处呈现出全域旅游发展的大好势头。 （刘春香/文 任红兵/图）

西平：以水润城 全域美景

豫坡酒厂

棠溪园

花海

驻马店全国旅游摄影大赛采风团走进西平


